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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说唱，历史悠久，分布广泛，

表现形式多姿多彩，以说书、唱曲、讲故事

的方式劝人向善、向上、向美是说唱艺术

的基本底色，形式简单、内容丰富、人们喜

闻乐见是说唱艺术经久不衰的王道。

古往今来流传下来的传统说唱作品

浩如烟海，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广大劳动

人民创造的民间说唱，也有部分作品是

王公贵族豢养的“俳优”“小丑”和御用文

人创作的赞颂类或娱乐性作品，还有佛

家、道家为传播教义所编纂的“俗讲”“变

文”“宣卷”“道情”之类的作品流传于世。

这些不同的传统说唱作品在长期流变过

程中相互渗透融合、借鉴共生，但各自的

表现内容与形式还是不难区分的。源于

宫廷或庙堂的说唱作品语言相对规范，

且大部分可以找到文字记载，而流传于

民间的说唱作品，基本使用口头语言，绝

大部分没有形成文字。罗贯中、施耐庵、

吴承恩等文人根据民间说唱加工改编的

古典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

游记》等作品，增强了文学性却失去了许

多民间说唱原有的通俗性和趣味性。然

而，对于梳理中华民族文脉、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最有价值的恰

恰是民间说唱文学。

在搜集和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说唱卷》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是，把1949年以后经过文人整理改编的

说唱文本，或者是曲艺界重新创作演出

的传统题材曲艺作品当做传统民间说唱

文学作品收录。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传

统民间说唱与当代曲艺的区别，特别是

把握好传统民间说唱的表现形式和表述语境，

确保《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卷》去伪存真、还

原历史，为后世存真品。

从口头传承到文本依赖

传统民间说唱是旧时代艺人世世代代赖以

生存、养家糊口的技艺，除少数大城市的综艺性

演出场所有专唱短篇、短段的艺人坐场卖艺外，

绝大多数行走江湖的艺人都靠说唱长篇或中篇

书曲卖艺赚钱，艺人们有“宁送一锭金,不舍一句

春”的说法，意思是自家的套路不能轻易给外人。

千百年来，民间说唱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全靠师父带徒弟的方式口传心授，没有

固定文本。因此，不管是家传还是师传都

有各自的风格和绝技，南宗北派的民间

艺人，哪怕同时说唱《三国》《水浒》《聊

斋》等书目，但各有各的表现方式，绝不

重样。道行（本事）大的艺人都善于“跑梁

子”“蹚水”说唱，他们针对不同地域、不

同的受众群体，随时调整表现内容与表

演方式，保持着能把死书说活和常演常

新的鲜活状态，绝不照本宣科。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界发起了一

场对旧艺人的改造活动，老舍、赵树理

等诸多文学名家参加了这次活动，“改

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帮助民间艺

人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境界，从旧艺人

转变为新文艺工作者，以人民喜闻乐见

的说唱形式为工农兵服务，同时也将散

落于全国各地的几百种民间说唱统一

称之为“曲艺艺术”。经过对旧艺人脱胎

换骨的改造，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专业

曲艺团体，一场说新唱新运动蓬勃兴

起，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曲艺名家，创

作出无数歌颂党、歌颂新中国和歌颂工

农兵英雄人物的新说唱作品——曲艺，

曲艺从此登堂入室，从民间玩意儿发展

成了民族艺术。

从简单说唱到舞台艺术

走上舞台的曲艺艺术改变了传统

民间说唱行走于村落农家、市井勾栏、

茶楼书馆流动卖艺的方式，也改变了民

间艺人一家、一班、一鼓、一弦简单形式

的说唱表演。以团队形式出现的正规化曲艺演

出配备了灯光布景和专业乐队伴奏，虽然还是

以“说”“唱”“或说或唱”为基本样式，但是传统

民间说唱那种直接面对观众交流互动的观演形

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民间说唱艺人带

着观众参与创造、亲密无间、同喜同悲。而“高台

教化”式的曲艺演出变成了“我演你看”。过去的

民间艺人会根据观众的口味和要求随时调整说

唱内容，而登上大舞台的曲艺是我演什么你看

什么，观众的参与程度减少了。过去的民间艺人

大部分以表现中长篇故事卖艺赚钱，观众如同

现在追逐电视连续剧一样可以持续欣赏，现在

的曲艺除少数评书、评话、弹词、鼓曲演员还在

坚持说唱长篇书曲，绝大部分曲艺演出则以短

篇、片段为主，变成了综艺性表演，形式大于内

容。因此，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看到的

曲艺演出与传统的民间说唱相去甚远，新一代

的曲艺演员对文本的依赖和对表演技巧浮浅的

掌握，与过去身怀绝技的民间说唱艺人也不可

同日而语，那种一两个人借助简单的手持道具

（扇子、手绢、醒木）和轻便的伴奏乐器，生动描

绘跌宕起伏、惊天动地的长篇故事，栩栩如生地

刻画各种典型人物的精彩表演已经十分罕见。

当然，源于民间、服务民众的传统说唱和登

上舞台按照固定文本演出的当代曲艺是不同时

代的产物，不能用孰是孰非或谁优谁劣来判断，

但是，流传千百年、由几十代民间说唱艺人在与

观众不断交流碰撞中完善的口头文学，是用心

血和智慧积累的一笔宝贵财富，不应该遗弃。

尊重传统审慎取舍

对传统民间说唱内容的取舍一定要知道旧

时代民间艺人行走江湖时的演出环境和表现方

式，在今天看来有许多与说唱主体故事无关的东

西其实是当时说唱艺人表演时必不可少的内容

和形式，比如，长篇说唱的“书帽”“定场诗”“且听

下回分解”的拴扣子，相声“撂明地”时的开场小

唱（太平歌词）、“垫话”和“外插花包袱”，弹词的

“开篇”和跳出人物的“噱头”等，都是民间艺人卖

艺赚钱表演时必不可少的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可

能与故事本身无关，却是民间艺人在市场撂地

儿，在屯场唱鼓曲，在茶楼与大车店说书时招揽

观众、稳住观众、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再如，有

些民间艺人在说唱故事的关键桥段采取“支出

去”的手法，连篇累牍的表现与故事本身看似无

关的内容，删除以后并不影响故事的连贯性，譬

如评话艺人在说到武松提刀杀嫂的关键之处戛

然而止，转而用一个星期的回目来说武松的身

世、遭遇、英雄壮举，就是不进屋杀嫂，好像故意

吊观众的胃口，这种手法恰恰是民间艺人的表演

技巧和超凡功力。类似这些篇章不可轻易舍掉，

因为这些细节之中包含着极为广泛的知识性和

趣味性，有些篇章甚至是民间说唱艺术的精华所

在，往往通过类似的细节描述，自然而然地传播

了中华文明、民风民俗和公德良序。

通俗化地域化的语言表达

民间说唱最为显著的特色是语言表达的通

俗化和大众化，民间艺人在与他们的衣食父母

（观众）面对面交流互动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

“不说人话”，他们严格遵循语言（包括唱词）不

生不隔、句句入耳入心，甚至不区分故事里的皇

上、大臣、八府巡按、相府小姐等人物身份，一律

说老百姓的话，有些来源于古典文学或元杂剧

的故事，甚至经过几代艺人的努力使语言实现

了通俗化、大众化和方言口语化，形成了传统民

间说唱风趣、机智、俏皮、幽默的语言表达风格。

有些人认为：民间说唱文学语言不讲究，大白话

不符合人物身份，所以在整理说唱文本时大量

使用书面语或官方语言修改原作，衰减了民间

说唱文学的特色。其实，我们所理解的人物身份

语言，不过是从古典文学作品和传统戏曲里看

到的东西，古代人在生活中未必是那样交流的。

如果大量修改矫正传统说唱的语言，可能会使

民间说唱文学面目全非，不伦不类。

有些民间说唱作品里使用的方言土语是不

同地域说唱形式的独特风格，特别生僻的方言

可以加注，不要一律改为普通话，以免造成传统

民间说唱文学的千篇一律。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吸纳了“民间

说唱”，我认为这是长期以来民间文学，研究领

域深刻思考的结果，是沿波讨源的实践，学术性

很强。民间说唱是曲艺的源头之一，但是民间说

唱不等于就是曲艺。曲艺艺术学科建立很晚，长

期以来，被习惯性地视为就是民间艺术。从曲艺

的发展史来看，很多曲种曲本确实脱胎于民族

民间的歌谣、神话、故事、传说等，但是在其发展

长河中，不断吸取了民间信仰、戏曲文化、诗词

歌赋等之后，才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曲艺文本在

某些方面，与民间的价值倾向、思想观念有着很

大的区别。中国的曲艺艺术可谓浩瀚无垠。当

然，有相当大的数量、相当多的曲种，是来源于

民间文化、市井文化，而后在艺术加工过程当

中，逐渐卓然而立自成一家。我在参与中国民协

“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的过程中，发

现有很多曲艺小段是来自于地方的歌谣和故

事，如山东快书小段“两头忙”“劝人方”“老来

难”“五更调”“十二月花”等；直接来自宗教、儒

释道，经典的故事传说也是一个支脉；军旅征

战、商贾生活、灾难之后的四处漂泊等大规模迁

徙，又成为另一个曲艺的源头；还有来自小说、

戏曲的曲艺名篇，属于改编再创作，也是曲艺的

一个源头。还有就是与民间信仰、宗教相联系的

江苏、浙江、甘肃等地大量“宝卷”“宣卷”也是曲

艺的一个来源。由于历史衍变过程复杂，因此我

们在选编“民间说唱卷”时一定要树立“民间说

唱并不是完全的曲艺”的理念，要顾及中国民间

文学大系整个体系的规范，要考虑到民间文学

的基本特征“民间文学是民众直接参与创作，直

接反映民众的生活，直接表达民众的心声，具有

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统性，更重要的还

应谈到它内在的、本质的特征——人民性”。曲

艺艺术作为艺术的独立学科，有着天然的疆域，

我们在选编民间说唱的时候不能不顾及曲艺艺

术已经成熟的规范，避开那些自成体系的曲艺

品种与代表性人物及其作品的合法权益。不能

把已经出版的再拿来重复出版，不应当把早已

经沉积久远、内容远远隔世的唱本翻出来“炒冷

饭”，更不能将一些“粉色”“黄色”“粘牙”的唱段

不加筛选地编纂出来。根据我多年对曲艺的观

察与思考，从曲艺的历史和发展实际看，曲艺有

着“紧跟时代”“说新唱新”的优良传统，我们应

当用发展的眼光选择曲艺作品中积极健康的、

经典的、具有地域民间说唱特色的文本，从一个

角度反映民间说唱“跟随社会发展，与时代同

步，与人民同心”的基本信念。

在我的印象里，由于时代转换、社会转型、

体制转轨的过渡性与不确定性，以及市场经济

带来的影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多样化

的挑战。在高扬主旋律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出现

一些噪音、杂音。但是总体来看，曲艺的各种观

念与各种见解的争论，大都发生在曲艺的微观

领域，或关于流派，或关于雅俗，或形式与内容，

或源流与发展之类。

其他诸如处于市井文艺地位的曲艺，包括

各式各样的小剧场、书茶馆、社区文化站、俱乐

部等曲艺活动的场所，市场意识鲜明，循环往复

的《珍珠塔》《孟丽君》等传统长篇书目，以及《王

二姐思夫》《宝玉哭黛玉》等传统短篇曲目，间杂

着《白牡丹行动》等为数不多的现当代题材的书

目曲目，满足了一部分观众的欣赏需要。在民俗

活动中的庙会、农村赶集中的地摊演出、农村家

庭剧团流动演出、婚丧娶嫁中的红白喜事的演

出中常见的《白蛇传》《大五义》等也是常年不变

的看家底活；《偷石榴》《偷年糕》等短篇，还有

《计划生育就是好》《喜看农村新面貌》之类为当

地新人新事编演的新段子，也会让这里的男女

老少如痴如醉。市井的曲艺也好，农村庙会的曲

艺也罢，虽然有自己的规律和传统，但是他们也

没有与世隔绝，在主流文化的带动和引导下，一

边按照他们多年形成的审美意向和自身规律行

走着，一边也在努力着，尽可能适应今天的时代

要求。比如在说白中，也会时不时来几句和时政

相关的“外插花”，有借古讽今，也有因势利导。

总之这一部分的曲艺，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守护，

也在现代文明进程中逐渐自觉地进行着改造。

当然，在曲艺发展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在这

些争论中，一类问题是关于舞台演出形式是应

该坚持简约还是走向华丽？另外一类问题则是

关于曲艺艺术本体规范是应该坚守还是改变？

一些人认为，曲艺演出应当适应不断变化的形

势，在演出场面上，以往曲艺演出那种“一把三

弦一个人”，未免过于单调冷清，应当在舞台美

术装置上华丽一些，免得过于寒酸；在乐队配置

上应添加更多的乐器，使之丰富多彩；在演出规

模上，可以像歌舞那样，服饰多彩一点，伴舞现

代一点。他们认为任何艺术都是随着时代的变

迁、时代的需要，注入新的改革措施从而加以丰

富完善的，否则优胜劣汰，这是自然规律。另一

些人则认为，曲艺应当考虑自身的传统，应当遵

循曲艺短小精悍的规律，发扬匕首投枪作用。他

们认为，曲艺失去了以语言为基本特色的演出，

过分追求和曲艺毫不相干的手段充斥曲艺舞

台，损害了曲艺本体特色，已经不属于曲艺范

畴。曲艺历史悠久，曲种繁多，各地情况不一，中

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在选编“民间说唱卷”

的时候，既要遵循民间文学大系的总体要求，又

要关注当下曲艺的生存状态，才有可能编纂出

具有时代精神映照下的民间文学说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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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郭学东担任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山东

卷》，是由山东省的一批对民间说唱研究情有独钟的有识之

士，在1956年至2015年间山东民间老艺人口述记录与视频

录像资料中，经过甄选、整理、编纂而成。全卷118万字，共收

录了7个曲种、19位代表性的民间说唱家76段（部）个性迥

异、风格多样的说唱脚本。所选作品不乏代表性与艺术性。

从汇编的内容看，本卷的编纂严格遵循“优中选优、代表

性、全面性、原生性”的原则，根据影响力的大小，排列出了顺

序。编者不仅在每种说唱形式前，对其形成发展历程、代表艺

术家、代表作品及其表演风格、说唱特色等做了言简意赅的

文字介绍；还尽可能地为其中部分民间说唱艺人，配上了真

人演唱的视频。这种做法使研究者、查阅者不仅对入选的唱

段、演唱者有所了解，也对这一说唱形式的其他艺人、其他唱

段以及发展概况等有一个整体性的认知。

从曲艺音乐结构的角度来看，本次收录的唱段中，曲牌

类唱段收录了山东琴书14段（部）、莺歌柳书42段（部）、端

鼓腔4段（部），共计60段（部），占这次全部收录作品总数的

78.9%。板腔类唱段收录了山东大鼓9段（部）、东路大鼓3

部、西河大鼓2部，共计14段（部），占这次全部收录作品总

数的18%。另外本次编纂，还收录了诵说类唱段鼓儿词2部。

这些精彩唱段，基本上勾勒出了山东民间说唱艺术的全貌：

“粗犷豪放和质朴率直的气质、深沉、悲怆的基调、幽默风趣

特征、擅长表现社会、家庭伦理的纠葛”。而其中对曲牌、板腔

以及谱例的记载更是为山东传统音乐研究、山东民间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文本。

从文本书目的角度看，本次编纂收录了长篇17部，占总

数的22%，中篇22部，占总数的29%，短篇37段，占总数的

49%。从此次入选书目的文本题材看题材较为广泛，有的改

编自古典名著和传统戏曲剧本，也有的改编自神话传说，这

为了解我国民间传说的演变历程提供了文本依据。

而源于文人、艺人们对生活经历的总结与凝练的唱段，

大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真实地展现了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状态的同时，拉家常般的唱词中也蕴含着朴素而又深远的

思想内涵。说唱艺术的“高台教化”属性又赋予了它“说书唱

戏劝人方”的功能，如：表现民妇思夫的山东大鼓《王二姐摔镜架》，倡导大家敬

老爱幼、家庭成员互敬互爱的山东琴书《三上寿》《空馆记》《三打四劝》等，它们

使得广大劳动人民在欣赏艺人的表演过程中逐渐汲取知识、了解历史、明白伦

理道德、熟悉人情世故。另，所选书目内容中大量“针线笸箩”细节的描写，自然

包括了对故事发生地点、时间、人物的婚礼、葬礼、生子等民俗仪式的记录。这

些针对民俗仪式细节的描写，也贴合了山东省作为孔孟之乡“尊礼重教”的民

习民风，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民俗学研究价值。

本次入选的76段（部）民间说唱文学脚本的内容，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山

东民间说唱艺术的美学特色。首先，鲜明的适应性。整个选入作品的语言风格

充分体现了民间说唱“一方水土一方民，还是乡曲最赢人”的美学特征。此次入

选的山东琴书南、北、东三路的代表曲目充分展示了三派各自的特点；而三派

的区别主要在于方言环境的影响，而方言演出恰是为适应所在地欣赏者之喜

好。其次，生动的愉悦性。富有愉悦性是民间说唱文学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取决

于其广大听众的审美情趣。其三，适宜的实践性。说唱文学是民间艺人“撂地”

演唱的脚本，所以对民间艺人必须具备适宜其演唱的实用价值，即艺人们说的

“活（脚本）要好使（好演）”。例如这次入选的山东大鼓《王二姐摔镜架》，开口即

是：“王二姐绣楼泪汪汪，悲悲切切想张郎。张二哥南京去赶考（哎），一去（了）

六年没有还乡。”几句话，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全部介绍清楚。

山东为孔孟桑梓之邦，早在春秋战

国时期在思想学术方面就显示出辉煌

成就。艺术方面，由于周公封鲁，享八

佾，得演自黄帝、尧、舜、禹、汤、武王的

《六佾舞》,韶乐也因孔子“在齐闻韶，三

月不知肉味”而久负盛名，更有齐国韩

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著名歌唱。

同时期，初仕齐为祭酒后任兰陵的荀

子，其所著《成相篇》因与后世说唱文学

作品文体颇为相近，近代多有将其视为

说唱艺术鼻祖的研究者。秦汉以来，山

东民间艺术发展更加兴盛。从著名的嘉

祥武梁祠及全省30余县市出土的汉画

像石中，可以见到古代“歌舞百戏”、“杂

技百戏”盛行的情况。山东最早见诸记

载的说唱艺术演出，是唐代产生并普遍

流行的说唱形式——俗讲。山东说唱艺

人最早见诸记载的是北宋时期以“说诨

话”闻名于世的张山人。至明代，山东说

书艺术已广为流行。张岱《岱志》中记

有：“东岳庙灵光殿，棂星门至端礼门，

阔数十亩，货郎扇客，杂错期间，交易者

多女人稚子，其余空地，斗鸡蹴鞠，走解

说书，相扑台四五，戏台四五，数千人如

蜂蚁，各占一方，锣鼓讴歌相距甚远，各

不相溷也。”这是明中叶山东中部泰山

庙会的情景。可见民间说书在当时岱庙

诸杂耍中已占有一定位置。到了清代，

山东民间说唱艺术在明代说唱艺术基

础上，演变出许多新的艺术形态，进入

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鼓儿词、山东大

鼓、俚曲、岭儿调、八角鼓、小曲子、胶东

大鼓、东路大鼓、山东落子等说唱艺术

形式纷纷发展成熟。民国初年，以清末

王小玉（白妞）以来女演员演唱的山东

大鼓影响最大，梨花调一枝独秀风靡济

南。黑白妞以下，上半截、下半截、盖山

东（董连芝）、响三省（郭彩云）、白菜心

（杜婉君）、傅大抓髻（傅金华），谢、李、

孙、赵“四大玉”，乃至专唱《红楼》的杜

大桂，鼓界皇后鹿巧玲等新秀相继统领

济南书坛。在这20年左右时间里，济宁

和济南一样，也是山东大鼓的天下，由

济南、济宁去邻省河南演唱的李大玉、

杜婉君、董连芝、傅金华、徐翠兰、徐凤

云等名家，又使梨花大鼓独领风骚于开

封，并相继传入商丘、洛阳、汉口、徐州、

南京、上海以及东北三省和京津等大城

市，进入了空前的兴盛时期。与此同时，

东路大鼓、唱扬琴（山东琴书的前身）、

山东快书、山东花鼓纷纷兴起。在山东

地方曲种迅速发展、说唱艺术演出场所

大量扩充的同时，外地民间说唱艺术形

式陆续传入山东，西河大鼓、河南坠子、

相声等外来曲种均落户兴盛于山东，改

变了过去以山东大鼓为主的格局，形成

了本省曲种与外来曲种激烈竞争、相互

推动、交相辉映的新局面，使得山东说

唱艺术品种更加丰富，更加绚丽多彩，

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抗日战争

中，在滨海、鲁中南、胶东、渤海等战区

以及冀鲁豫边区（山东部分）的文艺工

作者，以说唱艺术为武器宣传抗战，与

根据地军民同呼吸、共命运，紧密配合

战争与根据地建设需要，充分发挥说唱

艺术轻便易行、机动灵活的优势，起到

了活跃战地生活鼓舞士气的作用，成为

山东说唱艺术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复苏，文化

艺术出现勃勃生机，山东说唱艺术引起

各级政府和文联的重视，进入了一个崭

新的发展时期。

山东说唱艺术向有“书山曲海”之

称。所谓“曲海”是指其音乐丰富多彩，

曲种中音乐曲种占了绝大比重。山东说

唱艺术音乐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曲牌

类，也称小曲类、俗曲类、杂曲类等。包

括山东琴书（主要是前身小曲子）、山东

八角鼓、岭儿调、平调、四平调、临清琴

曲、临清时调、端鼓腔、俚曲等曲种。曲

牌类曲种的主要特点是联缀各种民间

俗曲、小调演唱故事，旋律性强，曲牌丰

富，曲词依照曲牌填作，较成熟的曲种

在曲牌联缀上已形成了一定规律。二是

板腔类，此类曲种伴奏乐器中以书鼓、

三弦为主，唱词为七字句、十字句

鼓词，所以也称鼓曲类。板腔类曲

种音乐一般发展得较为成熟，其

基本唱腔也是源于各地流行的民

歌小曲，经过艺人长期演唱衍化

而成。包括山东大鼓(梨花大鼓)、

东路大鼓、胶东大鼓、山东花鼓、

三弦平调、谷山调、南城调等曲种。板腔

类曲种的音乐结构，一般由“慢板”、“中

板”、“快板”组成，另外，还有少量的曲

牌和花腔，旋律结构都为上下句体。

三是诵说类，此类曲种包括山东渔

鼓、山东落子、鼓儿词等。诵说类曲种

的突出特点是演出无弦索伴奏，一般

由演员自操鼓、板、渔鼓、钹等打击乐

器击节演唱。

所谓“书山”，是指上演曲书目浩如

烟海。因时代久远，明以前的曲目大多

已湮没，只留下零星的文字或题目，数

量不得而知。而仅就清末以来一直流传

至今的曲目，据上世纪50年代末山东

省民间说唱艺术艺人登记时统计：共有

中长篇书300余部，短篇书及小曲曲目

1500多段。传统曲（书）目中的长篇书

及篇幅较长的中篇书多按提纲说唱，难

以全部记录。数十年来经有关单位组织

挖掘，截至 20世纪 80年代末，山东省

艺术研究院已汇集到篇幅在百万字以

上的说唱艺术口述抄本《东汉》《十把穿

金扇》等两部；《刘公案》《白蛇传》《武松

传》等中篇书抄本165部；《王二姐摔镜

架》《黑驴段》《武松赶会》等短篇书以及

各类小曲曲词925段。加上济南、青岛、

济宁、滨州、菏泽等地所存部分曲书目

抄本，字数约在5000万字以上。

山东说唱艺术曲书目大约有以下

几类：一是文人创作曲目，这类曲目的

特点是文辞雅致，词句规整，作者主观

性强，有较深的思想内涵；二是传统中

长篇曲目，这是山东说唱艺术演出的主

体，尤其是在农村。特点是多为趟口说

唱，故事情节曲折，演出时间长；三是短

篇书，即段子。一般为数十句到一二百

句的曲目，全都是实口实词。这部分曲

目文辞规整，结构完整，富于生活情趣，

适于演唱。

山东传统说唱艺术作品中大多有

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如《岳飞传》《杨家

将》中的爱国、《武松传》中的豪侠等。同

时，因时代和艺人们的局限性，也有荤

口、荒诞、愚忠、愚孝甚至是无知等糟

粕，需要去芜存菁。

山东说唱艺术曲目是一座资源丰

富的艺术宝库，具有艺术上借鉴研究等

多种价值，更是民俗学、社会学、方言学

不可多得的研究标本，无愧“书山曲海”

之誉，值得深入挖掘继承。此次《中国民

间文学大系·说唱·山东卷》的编纂，将

在前人的基础上查漏补缺，把山东历史

上创造并以各种形式传承或保留至今

的优秀民间说唱作品，系统地发掘整理

出来，为中国的民间说唱艺术留下更多

的宝贵资料，以供后人了解和研究。本

卷的编纂严格遵循“优中选优、代表性、

全面性、原生性”的原则，将山东的民间

说唱艺术进行了分类排列，从各曲种中

选出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再从

代表性作品中，选出最优秀的民间艺人

的演出本进行辑录。

本卷的编纂内容涵盖了山东全部

民间说唱艺术门类，如散文体：山东快

书、山东评词等；韵文体：小曲子、山东

八角鼓、平调、岭儿调、四平调、山东柳

琴、临清时调、临清琴曲、枣木杠子乱

弹、山东清音、俚曲、宣卷等；韵散相间

体：山东大鼓、山东琴书、胶东大鼓、东

路大鼓、鼓儿词、莺歌柳书、山东落子、

山东渔鼓、山东花鼓、三弦平调、谷山

调 、南城调等；以及外来有重大影响的

曲种：西河大鼓、坠子书、相声等。所选

作品兼顾了代表性和艺术性，这次编纂

是对山东民间说唱艺术的一次全面总

结与梳理，从整体上反映了山东民间说

唱艺术的全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沿波讨源温故知新沿波讨源温故知新
——关于“民间说唱卷”编纂的几点学术思考 ■■常祥霖

书山曲海话山东书山曲海话山东
■■郭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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